
Scotland and North Glasgow Loves Local 

苏格兰和北格拉斯哥喜欢当地 

 

苏格兰热爱当地运动是一项全国性倡议，旨在鼓励所有生活在苏格兰的人首先考

虑当地情况，并根据公共卫生指南安全地支持他们的大街。冠状病毒的爆发给我

们的城市中心、大街和当地企业带来了重大挑战，他们在重要的交易中失利，但

其中许多人不遗余力地支持我们社区中最脆弱的人群。随着苏格兰开始进入复苏，

现在是支持我们当地企业以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了。 

ng homes 一直与 Scotland Towns Partnership 合作，以强调我们应该在当地购物

的原因。他们的首席执行官 Phil Prentice 说： 

“我们的大街不仅仅是一系列买卖东西的建筑物。经营这些企业的人是我们的兄

弟姐妹、爸爸妈妈、朋友和邻居。无论是紧急喝一品脱牛奶，还是在当地的酒吧

或咖啡馆与朋友聚会，我们的大街一直都在。他们是我们经济的命脉，所以现在

是支持他们并让他们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了。” 

ng homes与 Scotland Towns Partnership 合作，支持北格拉斯哥社区和当地企业。

在本期《North News》中，我们想重点介绍 Hawthorn 街上的本地企业 Vitos 

Chippy。 

在大流行期间，Vitos 不得不暂时关闭，但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重新开放。为了

表彰 NHS 的宝贵工作，他们为卫生工作者提供了折扣。他们还参加了 ng homes 

的“安全晚餐”计划，为老年人、一些弱势家庭和当地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提供

鱼类晚餐，这确实为人们带来了美好的一天。市长 Philip Braat 在访问当地团体

和企业时拜访了 Vitos，亲自感谢他们。他说： 

“在大流行期间听到当地企业的出色工作令人心旷神怡。他们是我们社区的富裕

部份，通过在当地购物，我们可以支持他们茁壮成长。 Vito 及其员工的工作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感谢他们对社区的贡献。” 

 

其他帮助“保持安全晚餐”的人是 Possilpark 的 Sarry Suppers 和 Mr Chips。 

ng homes 想对所有在我们社区中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当地企业表示衷心的感

谢。 

 

Welcome 

欢迎... 

……来到第 60 期北方新闻！我们有一个很忙的问题要给你一些特别的新闻来纪

念第 60 版。在本期中，您将找到许多有用的信息，包括来自 Scotcash 和 Pollok 

Credit Union 的金融文章、来自 Fair Start Scotland 的工作支持建议以及有关如

何使用 BT 将宽带费用减半的信息。 

您可以在时事通讯的末尾找到所有这些有用的文章以及更多内容。我们也有鼓舞

人心的社区新闻和故事！北格拉斯哥社区发生了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我们很高

兴收到您所有的故事，以便在北方新闻中进行专题报道。如果您确实想参与并参

与下一期的专题报道，或者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通过电子邮件联系：

media@nghomes.net。您可能还记得上一期我们通知您，为 ng homes 长期服务

的首席执行 Robert Tamburrini 在服务 28 年后即将退休。 



Robert 将于 2021 年 9 月下旬离开协会，他将把接力棒交给 John Devin，他

目前是 ng homes 的副首席执行官（社区复兴部门）。您可以在本期第 18-25 页

阅读更多相关信息。最后，我们希望向我们的客户保证，协会将继续遵循苏格兰

政府关于 Covid-19 的指导。我们将让我们的客户了解我们何时计划重新开放我

们的办公室和 

这可能是什么样子。请务必关注我们的网站和社交媒体以获取最新消息。 

 

John Thorborn 

Chairman， 

ng homes 

 

 

 

Complaints and Compliments – 1st January 2021 -31st March 2021 

(Q4) 

 

投诉和表扬 –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第四季度） 

 

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完美，但我们正在努力在客户服务的各个方面实现卓越。我们

认识到，有时有些事情可能会出错，我们毕竟只是人，但我们的目标是快速有效

地纠正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永久改进我们的服务。 

 

期间收到的投诉数量：48 

 

98% 的投诉在我们的目标时间范围内得到回应。 

 

2021 年 1 月至 3 月的投诉 

 

我们的投诉处理程序由苏格兰公共服务监察员与住房部门合作制定。我们的办公

室提供投诉程序指南，您可以打电话给我们，要求我们寄给您一份。 

 

在此期间的赞誉包括感谢： 

 

• 协助申请 Universal Credit 福利 

• 在遵守 Covid 预防措施的情况下更新淋浴间的优质服务 

支持/部

分支持

38%

不支持

62%

投诉得到支持



• 倾听、采取行动并安排深度清洁 

• 处理渗水 

• 理解和乐于助人 

• 在进行维修时让租户保持冷静 

• 擦洗街区的公共平台和楼梯 

 

 

Covid-19 Update 

Covid-19 更新 

 

苏格兰自 2021 年 8 月 9 日起取消大多数法律施加的限制，这意味着苏格兰

政府有信心包括企业在内的整个国家可以开始恢复“正常”的进程。疫苗接种计

划的成功是让我们走到这一步的关键因素，虽然开放的方法受到许多人的欢迎，

但仍有一些人持谨慎态度。担心放宽控制，而感染仍然相当高，病毒仍然构成真

正的挑战，包括新变种的威胁。协会计划采取安全第一、基于风险缓解的方法重

新开放我们的办公室。在整个大流行期间，许多员工都在现场，而其他人则一直

在远程工作。 ng 集团所有员工的重点一直是继续确保我们为租户和居民提供基

本服务，并确保这些服务得到有效交付。我们现在正处于可以计划重新开放办公

室的阶段。指示性时间表（仍有待确认）是从 2021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一开始

的那一周，该日期不受重新实施限制和当时苏格兰政府指导方针的限制。这将使

客户访问成为可能，并意味着员工谁一直在远程工作返回办公室，最初有 2 队

列工作按 3/2 轮班制。租户和其他客户访问办公室将仅在预约的基础上进行计

划, 我们的住房服务人员目前正在制定一个流程来促进这一点。重新开放日期的

确认和要遵循的流程将在适当的时候通知租户和客户。已经投入了大量工作来发

展 ng 小组的安全返回工作场所程序, 普遍的观点是我们应该采取衡量方法并

保留重新在短期和中期内开放办公室所商定的协议。这将包括遵守苏格兰政府的

测试和保护规则，只要它们就位。这将支持我们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来保护租户

和居民、其他客户和访客以及我们的员工和执委会成员的健康、安全和福祉，同

时让我们能够评估秋季的发展情况并发展我们的长期发展相应地计划。我们将根

据政府的指导不断审查情况，并将采取适当的行动，让我们的租户和其他客户及

时了解任何变化。 

 

 

 

Lottery Boost for North Glasgow 

彩票提振北格拉斯哥 

我们很高兴从国家彩票基金获得了 275,712 英镑的资金，用于‘Supporting, 

Connecting and Building Resilience in the North Glasgow Community’.项目。 

 

该基金将维持并继续为那些通过无家可归的路线搬入或发现自己陷入困境的人

提供优质的旧家具和用具。这种方法一直是人们的生命线，因为它对他们打造“房

屋即家”并为他们在社区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产生了重大影响。 

 

该项目还将支持围绕以下领域的各种干预措施和活动，例如 



获得财政支持和建议、健康和福祉、跨文化和代际活动以增加社会联系。 ng 

homes 将与当地组织密切合作，以确保人们得到他们需要的支持并感受到成为社

区的一份子。 

 

ng homes 的主席 John Thorborn 说： 

 

“我们很高兴获得国家彩票基金的资助，以支持主要工作人员的工作和北格拉斯

哥的优秀家具项目。该项目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它已经帮助了许多陷入困境的人。

整个社区正在开展一些出色的工作，因此资金将支持三名核心员工和大型社区合

作伙伴关系来开展有意义的工作，这是一个好消息。社区伙伴关系对于提供服务

以对北格拉斯哥社区产生积极影响尤其重要。” 

 

 

Sunshine Wishes Children’s Charity celebrates its 5th Anniversary 

Sunshine 祝愿儿童慈善会庆祝成立五周年 

 

由会长兼创始人 Linda Ford 撰写 

 

Sunshine Wishes Children's Charity 于 2016 年启动，旨在为苏格兰各地生病和

身患绝症的儿童提供祝福并支持弱势家庭。自慈善事业开始以来，我们已经实现

了许多愿望，从听音乐会等简单的愿望到在葡萄牙与海豚一起游泳。 

 

2020 年 3 月 23 日，当 Covid-19 大流行在英国加速时，我们的主要关注点

发生了变化。我们很快意识到当地社区的帮助需求对于许多已经陷入财务困境的

家庭至关重要。我们开始与包括托儿所在内的组织合作，为这些家庭购买和运送

必需的食品/护理包裹。我们还提供了保暖的冬季服装和鞋类以及校服。作为一

个慈善机构，我们很荣幸能够帮助如此多的家庭和个人，否则这些家庭和个人可

能会为孩子的吃饭或穿衣而苦苦挣扎。 

 

我们与 ng homes 在当地社区的各种项目上合作了 3 年多，并与他们的许多活

动有所关连，例如早餐俱乐部和家具回收服务。在大流行期间，我们共同努力，

通过玩具捐赠和福利包来支持儿童和家庭。我们还有  Galaxy 小姐  Olivia 

McPike 帮助我们送东西，孩子们非常喜欢！我们很高兴与 ng homes、Allied 

Vehicles 和 Possobilities 合作，为当地儿童提供保暖的冬季夹克。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交付了 1,000 多个包裹，使 2,800 多名儿童受惠。展望未

来，我们将继续专注于为当地社区提供我们的食品/护理包，并希望在此过程中

实现一些愿望！ 

 

来自 ng homes 的 Margaret Fraser 说： 

 

“大约三年前，我第一次接触 Sunshine Wishes Charity 的创始人兼会长 Linda 

Ford，他们为支持处于非常严重的困难和焦虑境地的家庭和儿童所做的工作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知道该组织已经开展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以在极其困



难的情况下“实现儿童及其家人的愿望”。 Linda 和她的志愿者团队在整个地区

提供服务的方式以及这对儿童及其家人的福祉和幸福的积极影响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Unsung Heroes’ 这个词是为 Linda 和她的团队创造的，因为他们

超越了这个社区的人们。” 

 

想要查询更多的信息： 

电子邮件 - linda@sunshinewisheschildrenscharity.com 

网站 - www.sunshinewisheschildrenscharity.com 

 

 

 

Remaking Saracen: It’s Streets Ahead! 

改造 Saracen：前方就是街道！ 

作者：Jackie Shearer，投标协调员 

 

很高兴看到我们走出封锁，更多的商户和商店开始“照常营业”。 

 

在过去的几周里，Possilpark 的商业改进区 (BID) 一直在与 Saracen 街的商户

合作处理商业垃圾。我们都知道倾倒的垃圾令人眼花缭乱，而且我们一直在分享

有关如何有效管理商业垃圾的知识。 

 

我们正在与包括 ng homes 和格拉斯哥市议会在内的其他服务机构合作，努力

消除 Saracen 街上的“fly-tipping”。您是否知道在街上倾倒垃圾袋被认为是

fly-tipping 并且是非法的？可以当场罚款，所以请注意你的责任，否则你会付出

代价。 

 

在我们通过街道横幅和大型定制花盆已经到位使街道看起来更好，它们确实为街

道增添了活力！ 

 

ng homes 已将居民的大型灰色垃圾箱从后院移至 Saracen Street，以协助防治

害虫。这导致了在害虫控制和 Saracen 街的一般垃圾方面的改进。通过将执法团

队、公共卫生官员和商业废物供应商聚集在一起，这表明有效的伙伴关系工作可

以带来真正的进展。 

 

在 www.possilparkbid.co.uk 上与 BID 保持联系，您可以在其中注册从而获得

我们的每月通讯。 

 

如果您需要帮助，请拨打 0774 0600084 与 BID 协调员 Jackie 联系。 

 

 

 

 

 

 

http://www.sunshinewisheschildrenscharity.com/


The Claypits 

 

粘土坑 

 

一个非常罕见的空间，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北部中心的一片绿洲格拉斯哥 

 

距离市中心的喧嚣仅一英里，是格拉斯哥唯一的绿地, 内城当地自然保护区——

粘土坑。 

 

最初是 Forth & Clyde 运河在晚期首次建造时使用的粘土采石场的所在地 1700 

年代，这里还是铸造厂、玻璃厂和造船厂的所在地。这些行业是早已不复存在，

但苏格兰最古老的运河建筑仍然点缀在河岸上。 

 

Claypits 是位于市中心的一个美丽的公园。狍在保护区漫游，许多可以找到鸟类

种类，从游隼到白喉莺和许多 水禽——甚至是难以捉摸的秧雞。在周边社区，

对于 75,000 人 距离 The Claypits 步行 20 分钟（或只需几分钟的车程），这

是一个重要的绿地通过靴子或骑自行车探索自然的空间。 

 

在过去的几年里，苏格兰运河、格拉斯哥市议会和 Possilpark 之友 Greenspace 

共同努力保护 Claypits 的未来，将其作为一个当地自然保护区。 Claypits 当地

自然保护区管理小组  - 一个独立的慈善机构完全由当地人组成，他们与 

Possilpark 之友合作 Greenspace 将与苏格兰运河和格拉斯哥市议会密切合作，

以确保项目继续庆祝令人难以置信的环境和至关重要的绿色空间 ------粘土坑。 

 

 

Springburn Youth Forum 

Springburn 青年论坛 

Emma Porter 

 

Springburn 青年论坛 的成立是为了支持 Springburn 年轻人的声音。在整个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我们一直在努力在封锁过程中支持年轻人，确保在对他

们重要的问题上听到他们的声音。 

 

我们在过去一年进行了两次咨询，都强调了年轻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心理健

康支持。 作为青年论坛我们与议员们分享调研成果使我们能了解我们能为年轻

人提供额外支援但我们决定必须着力更多。.我们决定为 12 到 25 岁的年轻人

举办每周一次的在线聚会，其中包括从测验、电影之夜到学习支持小组的所有内

容。然而，我们仍然认为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在过去的 3 个月里，我们一直

在不知疲倦地为 Springburn 社区的年轻人制作心理健康支持袋，其中包括诸如

坐立不安玩具、植物、着色书、面罩、支持小册子等物品。我们要感谢所有为这

些袋子捐赠物品的人，我们真的很高兴地说，我们现在已经向 Springburn 社区

中需要额外支持的年轻人运送了 50 个自理袋子！我们还在整个暑假期间进行

各种散步和野餐，以支持心理健康。 

 



 

此外，我们的调查还强调了教育和缺乏 LGBTQ+ 支持等问题。我们还举办了骄

傲月野餐活动，以表达对斯普林本 LGBQT+ 社区成员的支持。 

 

在跟以往不一样的学年里我们一直与学校和议员们一起工作支援年轻人。我们一

直在强调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其中一些我们也经历过。 

 

我们的下一次咨询将于今年夏天举行，我们将在斯普林本的不同地点询问年轻人

的意见。我们的咨询调查也可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帐户上找到，所以如果您是年轻

人，请完成我们的调查，以便在对您很重要的问题上发表您的意见。 

 

我们的社交媒体帐户是： 

推特：@SpringburnYF 

Facebook 和 Instagram：@SpringburnYouthForum 

 

如果您不是来自  Springburn 的年轻人，请不要担心，您可以通过代表 

Possilpark、Parkhouse 和 Milton 等地区年轻人的 Canal Youth Forum 进行的

类似咨询中听到您的声音，他们的社交媒体帐户是： 

推特、脸书和 Instagram：@CanalYouthForum 

 

 

 

Free Homework Classes 

 

免费功课辅导班 

在 African Challenge, Scotland，儿童和年轻人是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在当前情况下，作为 Covi-19 大流行的直接结果，许多儿童和年轻人在学习和

管理过渡方面遇到障碍。 

许多家庭强调需要额外的支持，包括小学、中学、高等教育、工作或其他学校后

的规定。 

 

学习者可能面临的潜在障碍 

在当前背景下，重新接受教育并跨越教育阶段和环境的年轻人可能面临许多特殊

挑战，例如： 

 

• 有限的资源可用性——书籍、文具、工艺材料、数字设备和连接 

• 缺乏参与支持的在线和家庭学习 - 数字贫困，包括缺乏设备、成人支持、工

作空间、日常结构和例行公事的缺失 

• 福祉、社会和情感以及教牧关怀 

• 迫使父母恢复工作模式，这将阻止他们监督或协助家庭学习 

• 第一次面临困难和贫困的家庭，可能会因为不熟悉支持系统和以前不为专业人

士所知而难以获得所需的支持 

• 入会活动的机会有限，例如，学校访问、会见新教师或参加学院或大学的新生

周 



• 有关进展和支持需求的数据传输方面的挑战 

• 缺乏合作学习机会，例如高等教育暑期学校和工作实习 

• 学院或大学课程的不同开始日期 

• 帮助有额外支持需求的儿童和年轻人认识并理解他们的下一步行动 

 

我们与其他专业人士合作，为儿童、年轻人、父母和照顾者建立了一个在线支持

计划。我们的免费在线家庭作业帮助课程计划将帮助我们的社区重建复原力和希

望。此外，所提供的活动将帮助学生减少焦虑，增加他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免费在线作业帮助 

African Challenge, Scotland 很高兴宣布一个新项目——北格拉斯哥创新努力计

划。该项目由格拉斯哥社区基金 - 格拉斯哥市议会资助，并向位于北格拉斯哥

的黑人与亞裔少数民族社区开放。 

 

老少皆宜的免费补习！ 

• 所有科目、水平和年龄。 

• 我们可以帮助儿童和青少年提高成绩和信心。 

• 我们可以帮助儿童和年轻人实现他们的职业目标。 

• 我们将全年围绕学院、大学、UCAS 申请举办讲习班，并向年轻人介绍苏格兰

提供的全方位工作经验、实习和学徒制。 

• 年轻人将获得职业管理技能并做出明智的决定。 

• 来自苏格兰技能发展的专业职业顾问。 

• 来自格拉斯哥大学和工程师的经验丰富、称职的专业教师。 

• 新苏格兰资格认证局 (SQA) 考试的专家。 

 

时间：学校开课期间 

天数：周二至周六 

地点：疫情期间于 ZOOM 在线举行 

 

如需更多信息和注册，请发送电子邮件至：africachallengescotland@yahoo.co.uk 

免费功课辅导班   时间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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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sgow International makes stop off at Springburn 

格拉斯哥国际在 Springburn 停留 

 

ng homes 很高兴支持由 Thomas Abercromby 和 Holly Takenzire 策划

的‘You’re Never Done’展览，该展览带回了 Springburn 丰富的文化遗产供

观赏。 

 

展览本身的灵感来自格拉斯哥的洗衣房，展览解决了工人阶级社区内的性别分工

和知名度。废弃的斯普林本博物馆被改造成艺术家向当地社区展示他们的作品的

平台。 

 

展览的一部分包括罕见的石雕收藏品，被称为 the Springburn Maidens，它

们构成了斯普林伯恩大厅遗址的前部核心。 Springburn Maidens 描绘了女性

在苏格兰工业革命期间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 Springburn 主要铁路制造商 。 

 

这些雕塑由 ng homes 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单元中，并被移到展览现场，在那里

他们受到了参观者的热情和情感欢迎。社区现在热衷于确保这些雕塑在公众视野

中占据显着位置，并且将进行协商以决定其永久居所。 

 

nghomes 主席 John Thorburn 评论道： 

“我很高兴看到这些雕塑在 Springburn 市中心展出——它们象征着女性在工

业革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展览本身突出了当地历史，并探讨了工人阶级的性

别划分。我很高兴有机会亲眼看到令人惊叹的 Springburn Maiden 雕塑——

整个展览都很棒。” 

 

 

 

 

Our Springburn – Shaping the Future 

我們的 Springburn——塑造未來 

 

2018 年，Springburn 社区复兴論壇與論壇合作夥伴合作開展了社區設計的討論

會，以了解社區對 Springburn 願景的看法。大量工作發生在 Springburn 購物

中心的社區中心，那裡有 2,000 多份貢獻確定了問題和需要改進的領域。這在

一份名為“我們的 Springburn – 塑造未來”的文件中匯總，並在 2019 年 10 

月在 Springburn 學院舉行的一次活動中向社區展示。 Springburn 社区复兴論

壇現在更名為 Spirit of Springburn SCIO。 

 

 

SCIO 主席 Helen Carroll 說： 

 

“通過委員會開展了大量工作，並確定了一項行動計劃。疫情的影響使我們繼續

合作工作的進程停滯不前，因為重點已轉變為為我們社區中最脆弱的人提供緊急

實際支持。在過去的 15 個月中，我們一直與當地合作夥伴一起提供緊急食品



和福利支持，作為應對新冠肺炎的一部分。但是，我們現在熱衷於對 Charette 的

社區願景和行動計劃進行審查，並且正在與合作夥伴組織會議，以推進社區的願

景。我們要感謝人們的辛勤工作，並讓他們知道他們的想法和計劃沒有被遺忘。 ” 

 

如果您想了解最新信息或希望參與有關 Springburn 社區願景的未來討論，請聯

繫： 

 

 Helen Carroll 或 Dario D'Andrea  在 info@spiritofspringburn.com 

 

 

Springburn artist makes her mark as Social Entrepreneur 

Springburn 藝術家成為社會企業家 

 

Divine Tasinda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利用自己的才能和熱情來發展自己並創建

社會企業。 Divine 住在城市北部，並就讀於 Springburn 學院。她擅長舞蹈和

時尚，從 16 歲起就在當地社區教授舞蹈。 

 

Divine 是 3 位年輕人中的一員，他們響應了 ng homes 和 Building Futures 

Fund 的號召，旨在幫助年輕人建立自己的社會企業。 Divine 18 歲，藉此機會

獲得資金和指導支持，與另外三個年輕人 Levent Nyembo、Kemono L Riot 和 

Adam McMillan 創辦了一家舞蹈公司， 

Divine 現在已經建立了自己的企業  Three60 Dance 公司，並且剛剛在 

Possilpark 獲得了場地。她繼續為社區的孩子們提供舞蹈課程，並擁有一系列支

持學校假期計劃的舞者。她的公司還在當地活動中表演了令人驚嘆的舞蹈表演，

在大流行疫情中支持“Stronger Together Enterprises”，他們目前正在組織 2021 

年 7 月在 Springburn 公園舉辦的時裝展。 

 

我們請 Divine 告訴我們一些關於她的旅程、她的抱負以及她會給年輕人的建議

或指導，這就是她的故事。 

 

Divine 說： 

“小時候，我只是喜歡跳舞，看著就著迷了。我覺得能夠通過舞蹈表達自己，這

讓我感到非常高興，我在我們現在合作的許多孩子身上看到了這一點。像許多家

庭一樣，孩子們在經濟上很難參加舞會併購買他們需要的服裝。所以，我的願望

是教社區裡的孩子們跳舞，這樣他們也可以表達自己，那裡有很多才華橫溢的人。

我的願望是讓舞蹈成為學校課程的一部分，讓年輕人能夠在繼續教育和高等教育

機構中取得舞蹈和時尚方面的資格。我也很樂意幫助我在當地建立一個創意藝術

中心，例如舞蹈和時尚。我們有很多人才，我想告訴年輕人要玩得開心並相信自

己。 

 

“在我們進入商業世界的旅程之初，ng homes 就為我們提供了支持，給予我們

的社會企業基金使我們能夠進一步擴展我們的業務。我們能夠通過為那些沒有資

金支付專業培訓費用的人提供免費服裝和廉價舞蹈課程來支持我們的學生。多年

來，我們已經能夠旅行並擴展我們的知識，並將我們的業務擴展到專業業務，我

mailto:info@spiritofspringburn.com


們可以讓蘇格蘭的舞者有機會在專業水平上訓練街舞。來自 ng homes 的支持使

我們能夠在我們的社區開始舞蹈的未來，這也激勵了我們的舞者和年輕人也走出

去，推動並獲得他們創業所需的支持。我們非常感謝我們得到的支持，並希望繼

續建設我們的社區，為下一代打開更多的大門。我們現在與一系列來自藝術、舞

蹈、音樂、時尚和美容的藝術家合作，他們中的一些人希望自己創業，一些人也

希望展示他們的作品和創造力。 

“我們要感謝 ng  homes 和 Building Futures Fund 對社區、年輕人和作為社

區一部分的新興企業的支持。” 

 

您可以在 YouTube 與 BBC Scotland 的新聞報導中以及她舞蹈的其他例子中找

到更多關於 Divine 和她的組織的信息。 

 

Divine Tasinda 和 Three60 Dance 的聯繫方式如下： 

Divine’s instagram- goddess_divine_tasinda  

YouTube-  https://youtube.com/channel/UCN5aX4VljGG5uQygbIuwQRQ 

Three60’s instagram- officialthree60 Company 

YouTube- https://youtube.com/channel/UCvO-xZ03lv3lL5hJTCPX44Q 

 

ng homes 致力於支持當地企業家並與 UnLtd Scotland 合作。如果您對此感興趣，

請通過 mfraser@nghomes.net 聯繫 Margaret Fraser 

 

 

 

Glasgow Chinese Recreation Centre receives Integration Award 

from Chinese Consulate 

格拉斯哥華人康樂中心榮獲中國領事館融合獎 

 

今年早些時候，格拉斯哥華人康樂中心 (GCRC) 的成員參加了一場比賽，以展

示中國成員融入當地社區的工作。提交了“我的中國故事”比賽的視頻。 

 

多年來，總部位於 Possilpark 的 GCRC 與 ng homes 和其他組織合作開展了一

系列活動，例如節日活動、太極拳、社交俱樂部，他們製作了一份由志願者主導

的季度通訊，分發到整個地區。英國、美國和中國大陸。他們在提交的視頻中包

含了這些工作的大部分內容，並很高興獲得總領事馬強頒發的獎項，以表彰他們

出色的工作。 

 

視頻的製作需要成員和志願者付出很多努力，因此他們以及他們繼續開展的一系

列活動值得表揚。它也得到了 nghomes 的 Housing Integration Co-ordinator, 

Michael Kam 的支持。 

 

GCRC 主席 Jimmy Lin 表示： 

“很榮幸能獲得總領事頒發的這個獎項。感謝成員們的努力。” 

 

副主席，Mary Lam 說； 

https://youtube.com/channel/UCN5aX4VljGG5uQygbIuwQRQ
https://youtube.com/channel/UCvO-xZ03lv3lL5hJTCPX44Q


“感謝我們的年輕成員製作了這段出色的視頻。他們的首次亮相顯示了對 GCRC 

未來的巨大希望。感謝 Michael Kam 的支持”。 

 

GCRC 公共關係總監 Wendy Ip 說： 

“該視頻很好地定義了 GCRC 及其活動的目的。我們需要繼續努力，為社區的

福祉取得更大的成就。” 

 

ng homes 主席 John Thorburn 也希望祝賀成員獲得該獎項，並讚揚他們在北格

拉斯哥的持續工作。 

 

該視頻可以在 nghomes 的媒體中心觀看。 

 

 

Pupils and Staff bid a fond farewell to their much loved Head 

Teacher 

學生和教職員工向他們深愛的校长说再见 

 

Saracen 小學的孩子、家長和教職員工向他們深愛的校長 Evelyn Gibson 告別。 

 

Evelyn 大約在 40 年前開始教書，先是在托兒所，然後於 1983 年加入 Saracen 

Primary 的教職員工，擔任校長已有 29 年。她以前的學生中有許多父母，一

些祖父母，甚至是現任教職員工是她以前的學生, 在擔任校長期間，她的首要任

務包括建立家庭關係和建立社區夥伴關係，為孩子提供学校以外的機會。 

 

 

ng homes 社区复兴負責人 Margaret Fraser 說： 

“與 Evelyn 一起工作是 ng homes 和許多當地組織的絕對特權。她的領導能力、

熱情、精力和對學生的熱情是無限的，她的功绩將在未來幾年繼續通過她的學生

感受到。 Saracen Primary 很幸運有她，我們很高興她選擇在北格拉斯哥服務。

我們祝她一切順利，並期待與學校和新任校長繼續合作。” 

 

Evelyn 評論： 

“為  Saracen Primary 服務近  4 年是一種榮幸和榮幸。我想不出還有比 

Possilpark 更喜歡工作的地方。這個當地社區、其居民、慈善機構、服務和當地

企業的實力令人欽佩，這在過去 18 個月的疫情大流行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

加明顯。每個人都齊心協力，與格拉斯哥市議會一起，在有需要的地方提供熱餐、

食品包裹、購物券、家庭學習資源、數字設備和互聯網接入。我為能夠參與這項

共同努力而感到非常自豪，並為我出色的員工團隊在支持我們的家庭方面所發揮

的作用感到自豪。我會非常想念在 Possilpark 與我共事過的每個人，但我將始

終願意以任何方式支持留下來的人的努力。” 

 

 

 

 



Discgolf Scottish Open Held in local park 

Discgolf 蘇格蘭公開賽在當地公園舉行 

ng homes 执委會成員 John Thorburn 主席和 Catherine Rossine 副主席最近參

加了在 Springburn 公園舉行的 Discgolf 蘇格蘭公開賽。根據指導，有來自歐

洲各地的 60 多名與會者參加了此次活動，並且展示的比賽標準極具競爭力。

执委會成員很高興為獲獎者頒獎。 

 

John Thorborn 評論道： 

“這是在我們當地的 Springburn 公園舉辦的一場盛大的活動。 Discgolf 蘇格蘭

公開賽是一項激動人心的賽事，很高興看到這麼多不同年齡段的人參加和參加，

當然是遵循蘇格蘭政府的指導。我很高興 ng homes 一直在支持該課程的發展，

我希望看到更多的人在格拉斯哥北部的 Discgolf 上學習這樣一個精心設計的課

程。” 

 

格拉斯哥 Discgolf 總裁 Patrick McCauley 說： 

“感謝 ng homes 的持續支持，我們得以在 Springburn 開發該球場，使其成為

這項運動中最受歡迎的場地之一。 ng homes 社区复兴部門的持續投入也幫助

我們吸引了更多成員，我們期待與他們合作，在當地社區培養更多年輕球員。” 

 

有關格拉斯哥 Discgolf 的更多信息，請通過 glasgowdiscgolfclub@gmail.com 

聯繫 Patrick 

 

 

Get back to the sports you love this summer at your local Glasgow Club 

venues! 

今年夏天在您當地的格拉斯哥俱樂部場地恢復您喜愛的運動！ 

家庭現在可以一起游泳（3 個家庭最多 5 人 5 英鎊），並進行羽毛球、網球、

保齡球、高爾夫和乒乓球等運動。 8-15 歲的孩子也可以自己游泳，每人 1 英

鎊。對於可用性和預訂任何這些活動，您可以在 myglasgow.club/app 下載格拉

斯哥俱樂部應用程序。 

或者，您可以找到更多信息並在線預訂 myglasgow.club/book 或致電您當地的

場所。 

您還可以在  www.glasgowlife.org.uk/summer-fun-with-glasgow-life 上找到格

拉斯哥生活的其他暑期娛樂活動。 

 

Glasgow Sport 最近推出了適合兒童和家庭的游泳項目。會議必須提前預訂，可

以在線預訂、通過格拉斯哥俱樂部應用程序或致電會場 0141 276 1690 進行預

訂。 

 

家庭游泳最多 5 人（來自 3 個家庭），每個家庭 5 英鎊，適用標準泳池比例。

時長為一小時，在以下時間之間每隔 1.5 小時開始： 



• 週一 11.45am 和 7.15pm 

• 週二 10.45am 和 1.45pm 

• 週三 10.45am 和 12.15pm，然後是 2pm 和 8pm 

• 星期四上午 10.45 點和下午 12.15 點，然後是下午 2 點和下午 5 點 

• 週五 10.45am 和 12.15pm，然後是 2pm 和 6.30pm 

• 週六 1.30pm 和 3pm 

• 週日 8.15am 和 2.15pm 

 

8-11 歲和 12-15 歲游泳課程，每人 1 英鎊，每次 45 分鐘。 

 

• 8-11 歲 

o 星期三下午 2 點 

o 星期四 10.45am 

o 週五下午 2 點 

o 週日下午 1 點 

• 12-15 歲 

o 星期三下午 3.30 

o 星期四 12.15pm 

o 週五 3.30pm 

o 週日 2.30pm 

 

 

 

 

Time to get outdoors! Time to get #ngactive 

 

是時候到戶外了！是時候開始#ngactive 了 

 

我們與格拉斯哥體育和 Springburn 公園之友合作，利用我們家門口的寬敞空間，

即斯普林本公園，為成年人開發了一些新的、溫和的鍛煉計劃。 

 

我們的健康步行將持續到 7 月——每週五上午 11 點開始。在 Broomfield 路

公園入口（靠近兒童遊樂園）集合，並與我們的步行者小組一起步行穿過公園內

的不同路徑。總是以最慢的速度前進，這是開始一些溫和鍛煉、結識新朋友並享

受樂趣的絕佳機會（希望在陽光下！）。可以通過 Eventbrite 在線預訂位置。前

往 Eventbrite.co.uk 並蒐索 Springburn Park Walk n Talk。選擇活動並選擇您的

日期以預訂免費地點！ 

 

感覺更冒險？由合格的英國田徑教練帶領的新慢跑課程怎麼樣？針對初學者或

想要溫和恢復鍛煉的人，課程將針對個人量身定制，並提供全力支持。週二下午 

1.30 - 在 Broomfield 路入口處集合。可以通過 Eventbrite 在線預訂位置。轉到 

Eventbrite.co.uk 並蒐索 Springburn 慢跑。選擇活動並選擇您的日期以預訂免

費地點！ 

 



Anyone for Chess? 

有人會下象棋嗎？ 

 

國際象棋是一種在疫情大流行期間越來越受歡迎的遊戲，隨著人們在家中花費更

多時間，遊戲轉移到網上。對國際象棋越來越感興趣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歸結於 

Netflix 的節目“The Queens Gambit”。 

 

我們正在與 Dekko 漫畫公司的國際象棋大師 Colin Paterson 和 Rossie Stone 

合作製作連環漫畫，以了解規則並掌握國際象棋遊戲。 

 

研討會將包括 Colin Paterson 介紹國際象棋的重要性和價值，然後解釋棋子及

其相互作用。隨後，Rossie Stone 將展示連環漫畫技巧，讓年輕人通過他們有趣

的藝術創意來了解這些作品。我們將把孩子們的圖畫發展成最終的連環畫，以解

釋國際象棋遊戲的規則。 

 

我們將尋求全年為所有年齡段的人繼續在線和社區舉辦國際象棋研討會 

 

Colin Paterson 說： 

“我多年來一直在學校和社區教國際象棋，我很高興參與 ng homes 和 Dekko 

Comics。我覺得與年輕人合作將其變成漫畫形式將真正向社區開放。” 

 

Dekko Comics 的創始人 Rossie Stone 之前曾與 ng homes 和社區合作過三部

漫畫；綠色冠軍、大碳足蹟之旅和夢想。他說： 

“這是一個醞釀已久的偉大項目，我很高興參與其中。這是 Colin Paterson 對國

際象棋的令人欽佩的熱情和 ng homes 使項目成為現實的積極力量所產生的一

項舉措。” 

 

如果您有興趣參加這些研討會，請通過 mfraser@nghomes.net 聯繫 Margaret 

Fraser。 

 

 

Making Something Better in North Glasgow 

在北格拉斯哥創造更好的東西 

 

在過去的六個月中，通過蘇格蘭政府提供的資金，ng homes 一直與各種團體合

作開展音樂、說唱、藝術和休閒活動。這些活動受到了所有年齡和文化的女性的

歡迎，雖然這些活動是通過 Zoom 進行的，但這些女性已經建立了牢固的友誼。

我們現在期待著一旦取消限制，這些團體就可以開始親自見面。 

 

說唱和音樂工作坊由演員 Karen Dunbar 与 歌手 Carol Laula 提供，手工藝工作

坊由 Laurie Duffy 提供。放鬆研討會包括與來自 Comfort zone 的 Maureen 和 

Linda 的在線气功課程。研討會由格拉斯哥女孩俱樂部的 Amy Rew 協調，她評

論道： 

 



“我們創造的不僅僅是音樂和藝術，很高興看到在項目過程中建立的友誼、信心

和強大的社區紐帶。我迫不及待想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我們正在準備一本練習冊，展示工作坊的歌曲和藝術作品的歌詞。從下面的 

Possobilities 小組中可以找到歌詞的味道： 

 

Hugs and Kisses, everyone misses 

Never want to let you go 

When we meet, show love and be respectful  

Live in peace, and all be joyful 

 

Wellness comes from cores of love, 

People in nature, hand in glove 

Amazing beaches, ice cream and peaches 

Excited families, cannae wait to reach yees 

 

參與者和當地居民 Susan McGinlay 說： 

“我們喜歡參與，這非常情緒化。這聽起來像陳詞濫調，但你可以聽到歌曲中的

快樂。這也是一種主人翁感，這是我們的歌，創造這樣的東西很可愛。” 

 

與該項目一起工作的另一個團體是格拉斯哥阿富汗婦女賦權項目，他們製作了一

些精美的繪畫、書法和工藝品。婦女們對自己的畫感到驚訝和高興，這讓她們在

這個困難時期忙得不可開交。組長 Hosay Zazai 和 Khalida Bostani 說： 

“過去一年半對每個人來說都非常具有挑戰性，但它對來自難民背景的女性產生

了重大影響。情緒健康和幸福課程一直是生命線，對那些脆弱的女性產生了重大

的積極影響。” 

 

我們將在 7 月 31 日星期六下午在 Springburn 公園舉行的社區活動中慶祝所

有參與該項目的團體的工作。 

我們打算繼續舉辦研討會，如果您有興趣參加，請通過 mfraser@nghomes.net 

聯繫 Margaret Fraser。 

 

 

 

 

Cycling for Your Health & Wellbeing 

為您的健康和福祉騎自行車 

作為我們正在進行的#ngactive 和 Active Travel 計劃的一部分，我們一直在與

各種合作夥伴合作，以鼓勵在社區中更多地騎自行車。在 5 月的幾次尝试會之

後，我們看到了由 Bike for Good（格拉斯哥）提供的為期 10 週的當地參與者

騎自行車計劃，他們一直帶領我們勇敢的騎自行車的人每週在當地公園周圍旅行，

以改善健康和福祉，以及玩得開心和歡笑！ 

 

 



 

Cycling Repairs, Provision & Donations 

自行車維修、供應和捐贈 

在北格拉斯哥社區肯定有很多自行車活動正在開展或計劃中。新的存儲空間、活

動課程和培訓——未來幾個月還有更多計劃，所以請密切關注我們所有的社交媒

體渠道。 

 

有一輛需要小修的自行車嗎？ 

我們將很快舉辦一些 Dr Bike 維護會議——請聯繫以獲取更多信息和即將到來

的日期（確認後！） 

 

想要活躍並需要自行車？ 

我們仍在維修自行車，並將為想要在北格拉斯哥騎自行車的人宣傳這些自行車。 

 

想要擺脫舊的或未使用的自行車？ 

我們一直在尋找並接受我們可以修理或复修的舊自行車的捐贈，然後再将它回赠

到社區 - 聯繫我們安排免費接收！ 

 

 

Cut broadband bills in half with BT 

使用 BT 将宽带费用减半 

 

460 万家庭可以利用“社会特惠” 

 

BT 针对福利或低收入人群推出了“社会特惠”。每月 15 英镑的宽带和电话“社

会特惠”将使符合条件的客户的互联网费用减半。 

 

大约有 460 万个家庭拥有 Universal Credit 和一系列其他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

福利，他们将有资格获得 BT 的 Home Essentials 套餐。 

 

要获得特殊关税，家庭必须获得以下福利之一：Universal Credit、Job seeker 

allowance、收入支持或就业和支持津贴，或 Pension Credit。BT 表示，符合交

易条件的现有客户可以立即转换，无需任何提前还款费用。申请者需要他们的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并且必须填写在线表格，说明他们获得的福利。BT

表示，大多数批准需要 24 小时。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bt.com/exp/broadband/home-essentials 

 

 

Bicycle shelters have arrived in North Glasgow! 

自行车停放处已抵达北格拉斯哥！ 

 

对于住在带自行车的多层公寓的人们来说，我们有一个好消息。作为积极旅行计

划的一部分，该地区的许多多层公寓都安装了新的自行车停放处，为自行车提供

http://www.bt.com/exp/broadband/home-essentials


专用的户外安全存放处。格拉斯哥市议会的积极旅行基础设施基金和苏格兰住房

基金提供资金，使这成为可能。 

 

骑自行车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福祉，甚至可以为我们节省公共汽车和火车票

价。家里缺乏存储空间可能会成为骑自行车的障碍，因此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迈

出第一步。 

 

自行车庇护所位于 Balgrayhill、Croftbank 路和 Eccles 街，并配备了一个“修

理站”来处理油链或处理爆胎！ 

 

将举办创意和灵活的工作坊，利用该地区的传统和环境为庇护所的外部进行设计。

自行车比赛也将在 Springburn 公园举行。 

 

要参与并了解更多信息，请通过 gcann@nghomes.net 或 0141 630 4254 联系 

Greg Cann 

 

 

 

Keppochhill New Build Development 

 

由于 Covid-19，劳动力和材料供应困难导致项目的延缓， 

该项目的修订完成日期现在是 2021 年 10 月 15 日。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现场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在屋顶，窗户，锌包层的安装和避

雷是完整的脚手架已经从 Millarbank 街临街移除，并逐渐在 Gourlay 街的山墙

立面上被拆除，作为砖砌检查进展。 

 

 

 

Springburn Winter Gardens 

Springburn 冬季花园 

 

Springburn Winter Gardens Trust 成立于 2013 年对斯普林本建筑遗产普遍衰

落的回应环境。Trust 的重点是保持这种结构“A”级宝石安全，同时规划其作

为主要新产品的未来为社区和更广泛的地区提供资源。1890 年代，海德公园机

车厂的 James Reid 爵士为 Springburn Park 和他的儿子 Hugh 的发展做出了

贡献，向格拉斯哥公司捐赠了建造冬季花园的礼物。这公园和冬季花园已成为观

看的镜头斯普林本从农业起源到成为世界性的历史机车制造的领头羊。在 7 月 

31 日星期六举行的 Make Something Better 活动中，Paul Sweeny 国会议员 提

供了 Springburn 公园的导游步行，其中包括冬季花园的必经之地。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springburnwintergardens@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

脸书页面@sprinburnwintergardens 

 

 



ng2 delivering essential services over summer months 

ng2 在夏季提供基本服务 

 

ng2 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夏季计划，其中包括： 

• 花园维护 

• 割草 

• 减肥 

• 对冲切割 

• 开放空间削减 

• 灌木床维护 

 

其他服务也在进行中，ng2 工作人员将继续按照苏格兰政府的指导方针采取 

Covid-19 安全预防措施。 

 

• Voids – ng2 正在与 ng homes 合作，为无家可归的申请人优先考虑房屋分

配 

• 楼道清洁——ng2 将继续进行楼道清洁，集中在关闭、门入口面板、门把手

和栏杆上的常见接触点 

• 环境打击小队和后场团队——ng2 一直在努力在持续的疫情大流行期间保持

楼舍的良好状态 

• 社区福利——我们正在与 ng homes 密切合作，以确定 ng2 可以在社区中提

供帮助的领域 

 

 

ng homes’ long serving Chief Executive announces retirement 

ng homes 长期服务的首席行政宣布退休 

 

首席行政 Robert Tamburrini 将在 28 年支持经济适用房并创造一个人们可以

繁荣昌盛的北格拉斯哥社区后将于 2021 年 9 月底退休。 1993 年 Robert 加入

ng homes 前身为 Springburn 和 Possilpark 房屋协会。Robert 在 28 年房屋事

业的亮点包括将 ng homes 的存量从 800 套增加到近 5,500 套；为当地家庭提

供 1,000 多套新建房屋；成功实现 8 份转让分别来自格拉斯哥市议会、苏格兰

家园和格拉斯哥住房协会；该协会于 2012 年被特许住房协会评为“Best Large 

Scale Housing Provider in the UK”，并于 2013 年被苏格兰政府评为“Excellence 

in Regeneration”；以及一系列其他外部认证和奖项。Robert 还被苏格兰社会企

业协会评为“2013 年度社会企业家”。 Robert 于 1977 年毕业于格拉斯哥理

工学院，获得商业研究 HND，并于 1985 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成功完成了住房研

究研究生文凭。多年来，他在该领域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担任过许多不同的角色

在 1993 年加入 Springburn 和 Possilpark Housing Association 担任执委之前，

在 Renfrew 区议会和格拉斯哥市议会任职。 出生在 Springburn 的 Robert 与

该地区以及 Possilpark 和整个北格拉斯哥社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知道亲身

体验租户参与和本地控制的好处。 ng homes 现在管理着北格拉斯哥地区的 

5,000 多处房产横跨 Springburn、Possilpark、Balornock Parkhouse，该协会将

在 2021 年再交付 49 套新住宅。 



回顾他的职业生涯，Robert 说：“在过去的 28 年里，我很荣幸成为 ng homes

的一员并为 Springburn 和 Possilpark 社区服务。我已经看到了 ng homes 可

以通过负担得起的优质住房、护理服务和社区举措改善人们的生活。我为与协会

执委会、同事和其他各种外部合作伙伴一起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我们一起在改

变该地区和人们的生活方面取得了长远的进步，但未来没有自满的余地，因为该

地区的重建仍在进行中。”ng homes 主席 John Thorburn 说：“代表 ng homes

执委会 我要感谢 Robert 的辛勤工作、决心和灵感。Robert 以清晰的愿景带领

ng homes 为北格拉斯哥人作出各个方面的改善, 为 ng homes 的发展和成长做出

了巨大贡献。我们感谢他 28 年来的成就。我祝愿 Robert 未来一切顺利。” 

 

A tribute from former ng homes Chairperson, John Fury 

来自前任来自前任 ng homes 主席 John Fury 的致敬 

John Fury 在 ng  homes 担任执委会成员达 15 年，并于 2012 年至 2017 年

担任主席达 5 年。 

 

在 ng homes 期间，我与 Robert 密切合作，他对房地产行业的广泛知识和专业

精神总是让我印象深刻。Robert 带领协会度过了巨大的变革时期，他在组织的

成长和 ng 集团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附属社会企业公司 ng2。

多年来，罗伯特一直激励着许多人，他致力于为社区居民服务的角色以及他对新

北格拉斯哥的愿景将留下持久的功绩。Robert 一直是该组织的伟大大使，他总

是有时间为人们服务。Robert 将协会的租户和其他客户置于业务的核心位置，

他倾听他们的观点，并积极与执委会及其员工团队合作，为人们提供支持并制定

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在我担任主席期间，当协会推出许多对北格拉斯哥人们的生

活产生真正影响的创新项目时，Robert 一直是我的重要支持和灵感来源。其中

包括通过与 Scotcash、信用合作社和 GEMAP 等合作建议项目的联系提供负担

得起的金融解决方案，提供家庭能源建议以及为有需要的人开发“Food for 

Thought”的分发服务。2011 年发生了大规模的房屋库存转移，其中 3,000 个

单位从 GHA 转移到 ng homes。转移有其独特的一系列挑战，例如将来自其他 3 

个协会的工作人员和委员会成员融合到 ng homes。尽管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

段艰难的时期，但 Robert 出色的人际交往能力确实展现了出来，他制定了一条

明确的道路，将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包括培训计划和具有专业知识的演讲嘉宾，

将住房工作人员和委员会成员聚集在一起。在北格拉斯哥工作的 28 年里，罗

伯特一直表现出 对他的角色充满热情和热枕，他非常有能力了解住房问题以及

这些问题对租户和居民的影响。Robert 和我都有一个基本信念，即住房协会对

于创建充满活力的可持续社区至关重要，人们为这些社区感到自豪，而且经济适

用房应该成为社区所有部分的有吸引力的选择。在我担任 ng homes 主席期间，

Robert 与执委会和员工团队密切合作，为人们创造真正的家园，这不仅仅是对

物业进行改善，我知道这将继续下去。Robert 对社区的关注意味着 ng homes

现在被公认为一个锚定组织，并继续在北格拉斯哥的物质、经济和社区复兴中发

挥主导作用。Robert 是一个好人，他关心人，我很荣幸能够与他密切合作并在

我在 ng  homes 期间为北格拉斯哥人民服务。Robert 将被深深怀念，但我希望

他能够长期健康地退休，这是当之无愧的。 

ng homes 主席， 

John Fury 



John Devine appointed as ng homes’ new CEO as Robert Tamburrini retires 

 

John Devine 被任命为 ng homes 的新 CEO 

Robert Tamburrini 退休 

 

ng homes 副首席行政（社区復兴）John Devine 将继 Robert Tamburrini 于 

2021 年 9 月 在服务 28 年退休后担任首席行政之职。 

 

在 Glasgow Regeneration 担任Head of Enterprise and Employer Engagement的

高级职位后  John 于 2009 年加入 ng homes 担任业务主管的高级职位。他在 

ng home 的其中一項成就是开发了一项主要的职业发展计划（Kickstart Futures），

该计划为 16/24 岁的年轻人提供了获得认可的培训，并提供了进入住房的就业

途径。这导致了协会的附属公司 ng2 的成立。随着 ng2 为 ng homes 提供房地

产服务，John 还为城市北部寻找了更广泛的机会，并通过苏格兰政府支持的废

物改善计划带来了创新想法。他监督了復兴部门的发展和高质量的干预措施，重

点是北格拉斯哥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復兴。John 在管理网络和与合作伙伴谈判

以制定产生积极影响的计划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并且在领导、激励和发展他人

以提供出色的内部和外部成果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John 在私营、公共和志愿

部门组织的工作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他与 Scotland’s Towns Partnership、当

地贸易商和社区一起在支持商业改进区模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John 一直站

在围绕废物、回收、节能和碳减排措施的气候挑战项目的最前沿。这些干预措施

的积极影响使该协会获得了保持苏格兰美丽的两个奖项；气候变化杰出贡献奖和

青年参与促进气候变化。这仍然是该协会的主要关注点。在 ng 团体内部管理和

降低风险方面 John 有很强的工作经验。  

 

ng home 的首席行政 Robert Tamburrini 说：“John 为该组织服务了 12 年多，

在此期间，他为该组织制定了许多高质量的排解措施，并改善了租户和居民的生

活。他在广泛的领域拥有高水平的知识和专业知识，并将在与地委会和员工密切

合作的新职位上取得巨大成功。” 

 

Timeline: 1993 – 2021 

时间线：1993 – 2021 

 

1993 年 

• Robert Tamburrini 加入 ng homes 担任执委成员，该组织前身为 Springburn 

和 Possilpark 住房协会 (SPHA) 

 

1994 年 

• Springburn 和 Possilpark Housing Association 拥有大约 800 处房产单位。 

 

1995 年 

• Springburn 和 Possilpark Housing Association 的年营业额为 1,311,144 英

镑。 

 



1996 年 

• Springburn 和 Possilpark Housing Association 的年营业额为 1,974,881 英

镑。 

 

1997 年 

• Springburn 和 Possilpark Housing Association 拥有大约 1257 处房产单位。 

 

1998 年 

• Springburn 和 Possilpark Housing Association 为 1999 年发生的两次单位

库存转让做准备。 

 

1999 年 

• East Keppoch 单位库存从格拉斯哥市议会转移到 Springburn 和 Possilpark 

Housing Association 的 51 处房产单位。 

• North Possil 单位库存从格拉斯哥市议会转移到 Springburn 和 Possilpark 

Housing Association 的 360 处房产单位。 

 

2000 年 

• Springburn 和 Possilpark Housing Association 的年营业额为 3,136,696 英

镑。 

 

2001 年 

• Carron 和 Balornock 的单位库存从 Scottish Homes 转移，730 处房产单位

转移到 Springburn 和 Possilpark Housing Association。 

 

2002 年 

•  Springburn 和  Possilpark Housing Association 更名为  North Glasgow 

Housing Association，以反映管理整个北格拉斯哥房屋的更广泛职权范围。 

 

2003 年 

• 经过 North Glasgow Housing Association 的重大现代化计划，Petershill Road 

上一排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寓恢复了其全部的光彩。 

• 自 1990 年以来，North Glasgow Housing Association 已在 Springburn 和 

Possilpark 投资 4200 万英镑用于新建和翻新房屋。 

• East Keppoch 开业，提供 17 套经济适用房——North Glasgow Housing 

Association 的一项耗资 130 万英镑的新住房开发项目。 

 

2004 年 

• North Glasgow Housing Association 成为苏格兰第一个获得特许标志认可的住

房协会。这是对卓越公共服务的最高奖项。 

 

 

 

 



2005 年 

• North Glasgow Housing Association 因“Investors in People”对员工的培训和

支持而受到称赞。North Glasgow Housing Association于 2002 年首次获得认证。 

• 在 Springburn 和 Possilpark 投资 800 万英镑用于两个新的经济适用房开

发项目——Possilpark（Allander Street、Rednock、Street、Stonyhurst Street 和 

Barloch Street）的 46 套住宅，以及 Springburn 的 Viewpoint Road 正在建造

的 23 套住宅。 

 

2006 年 

• 为社区服务 30 年。自 1976 年以来，North Glasgow Housing Association 现

在负责管理近 3,000 套房屋，每年投资约 500 万英镑，但仍然是社区的核心。 

 

2007 年 

• 格拉斯哥市议会批准了 North Glasgow Housing Association 开发 4 个住房项

目的拨款，作为 2007 年全市 8300 万英镑支出计划的一部分。大约 800 万

英镑投资于这些项目，包括在 Mireton Street, 41 in Elmvale, 12 in Carron 以及在 

Killearn Street 开发 10 个配套的住宿公寓。 

 

2008 年 

•  32 套新房开工建设。耗资  420 万英镑的  Fernbank Street 开发项目在 

Carron 多层公寓旁边新建了 32 套公寓，为该地区的优质住房增添了新的活力。 

• North Glasgow Housing Association 获得了取代宪章标志的卓越客户服务 

(CSE) 奖。从那时起，North Glasgow Housing Association 就一直与 CSE 合作。 

 

2009 年 

• North Glasgow Housing Association 的復兴部门成立。 

• 价值 1500 万英镑的市政空间改造了 Possilpark 的中心。 

• 2,750 万英镑的 Broomfield 路开发项目，创造了 198 套家庭住宅。 

 

2010 年 

• North Glasgow Housing Association 完成其第 1000 个新住宅。第一个新建住

宅于 1985 年，即 25 年前在 Springburn 的 Hillkirk 街建成！第 1000 栋新

房子位于占地 2700 万英镑、占地 16 英亩的 Broomfield Road 开发项目中。 

• ng2 成立。 

 

2011 年 

• North Glasgow Housing Association 将其交易名称更改为 ng homes。进行了一

次重大的品牌重塑活动，以反映 ng homes 的增长。愿景是：一个新的北格拉斯

哥——一个生活、学习、工作、参观和投资的好地方。 

• 格拉斯哥住房协会 (GHA) 进行了库存单位转让，将 3,000 处 GHA 房产转让

给了 ng homes。 

• Possilpark 办公室的改造，这是自 1996 年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变化，反映了 

ng homes 作为一个组织在最近的股票转让后随着其成长而发生的变化。

Springburn 办公室也在经历重大转型。 



 

2012 年 

• 作为对该地区投资的一部分，Carron 获得了 350 万英镑的装修。 

• ng homes 在《星期日泰晤士报》2012 年 100 家最佳公司名单中荣获最佳公

司奖。 

• ng homes 还赢得了 Grow Green Awards 的年度可持续发展企业奖，并认可了

该组织为使自身更具环境可持续性而采取的措施。 

• 还有，英国最好的！英国住房奖，ng 房屋荣获年度大型住房协会奖！ 

• Vulcan Street 开业！ 

• ng homes 还赢得了 Grow Green Awards 的年度可持续发展企业奖，并认可

了该组织为使自身更具环境可持续性而采取的措施。 

• 还有，英国最好的！英国住房奖，ng homes 荣获年度大型住房协会奖！ 

• Vulcan Street 开业！一个新的多功能培训中心，供当地获得学习和就业培训。 

•  Saracen House 正式开张！这座美丽的红砂岩建筑由  Jobs and Business 

Glasgow 开发，作为一项耗资 1300 万英镑的重建总体规划的一部分，旨在改

造 Possilpark 占地 4.5 英亩的土地，该土地已经空置和废弃了 20 年。一系列

合作伙伴为价值 320 万英镑的建筑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包括格拉斯哥市议会、

NHS Greater Glasgow & Clyde、欧洲结构基金和 ng homes。 

• Robert Tamburrini 在 2012 年苏格兰社会企业家奖中荣获年度社会企业领

袖奖。 

 

2013 年 

• Balgrayhill 多重改造！新的可用公共空间是位于 Balgrayhill 路 178 号和 

198 号的两个翻新项目的一部分，耗资超过 300,000 英镑。 

 

2014 年 

• 英联邦抵达北格拉斯哥！接力棒穿过 Possilpark，在 Springburn 公园结束了

英国巡演的第 37 天。来自北格拉斯哥的三名经常志愿在体育遗产活动中提供

帮助的人与数千人一起被提名为接力棒。 

• ng homes 在苏格兰关怀奖中被评为年度最佳住房支持提供者。 

• ng homes 在北格拉斯哥地区投资了 2 亿英镑。一块牌匾在 Balgrayhill 多层

公寓揭幕，以纪念这一点。 ng homes 已斥资超过 2 亿英镑在 Springburn、

Possilpark、Balornock 和 Parkhouse 建造了 1,000 多套新住宅，并改善了数

千套新住宅。 

 

2015 年 

• ng homes 在 TPAS 年会上赢得了良好实践奖。 

• 在 Saracen House 内开设 Bob Allan 会议中心。 ng homes 决定向 Bob 表示

敬意，因为他是 2002 年欧洲最大的住房转移背后的灵感来源，当时 80,000 所

格拉斯哥市议会房屋被转移到了非盈利的格拉斯哥住房协会 (GHA)。从那时起，

租户、居民和城市本身就通过地方控制的住房协会（例如 ng homes）获得了巨

大的好处 

 

2016 年 



• Sheltered Housing Support 团队在 ng homes 中的工作获得了不止一项而是两

项苏格兰关怀奖。该团队三年来第二次获得年度住房支持提供者奖，经理 Karen 

Johnson 也因获得管理和领导奖的特别表彰而被选中。 

• ng homes 因在北格拉斯哥的 14 个多层公寓开发项目的环境质量方面做出的

杰出工作而获得了 Keep Scotland Beautiful 颁发的国家环境卓越奖。 

 

2017 年 

• 因社区参与活动而获奖的居民之家。 ng homes 很高兴在由保持苏格兰美丽气

候挑战基金组织的首届气候挑战奖颁奖典礼上获奖。 ng homes 因其项目获得了

气候挑战基金奖小组选择奖；嵌入北格拉斯哥的绿色遗产。 

• ng homes 修改了他们的价值观，并将愿景变为： 一个人们可以繁荣昌盛的社

区。 

 

2018 年 

• ng homes 气候挑战奖颁奖典礼现场气氛热烈，共有 84 名社区成员和 12 个组

织和项目合作伙伴领奖。 

• 作为废金属回收计划的一部分，ng home Concierge 为慈善事业筹集了近 

7000 英镑。 ng homes 的礼宾团队一直在从空隙中回收旧金属，并确保这些钱

用于慈善事业。 

• ng homes 很高兴因我们在向客户传达绩效方面所做的工作获得了国家良好

实践奖。近年来，ng homes 成立了一个由志愿租户组成的区域委员会，他们在

监督房东的表现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2019 年 

• 在北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挑战奖颁奖典礼上，有 100 多人齐聚一堂，举办了

一场特别活动，以庆祝支持北格拉斯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遗产项目的工作。 

 

2020 年 

• 议会审查中的 ng homes 功能 

• 多层公寓受益于新的供暖系统，该系统将更加环保、节能和更具成本效益。 

• ng homes 和 ng2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为租户和业主提供关键服务。 

 

2021 年 

• Keppochhill 新建开发项目有 49 个单位（包括 21 个中端市场租金和 28 个

社会出租物业），地理位置优越，靠近市中心。该位置拥有良好的交通连接，并

可方便地前往当地商店。这一新建开发项目是 ng 住宅通过提供急需的住宅和商

业机会来重建北格拉斯哥的持续承诺的一部分。 

• Robert Tamburrini 在服务 28 年后退休。 

• John Devine 被任命为新任 CEO 

 

 

 

 

 



 

 

我总是很高兴帮助选民解决他们自己和社区面临的问题。您可以通过 

anne.mclaughlin.mp@parliament.uk 或致电 0141 465 8925 与我联系。 

 

 

抗疫能力 

过去  18 个月真正彰显了我们城市中存在的社区精神和帮助他人的意愿，

Springburn and Milton resilience groups 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我很高兴能够支

持这些团体的成立并帮助协调格拉斯哥北部的救援工作。这里涉及的团体太多了，

但我设法在最近的 Westminister 大厅辩论中提到了近 50 个，我有机会感谢人

们在我的社交媒体帐户上的辛勤工作。 

 

养老金积分 

Age Scotland 强调的另一个问题是苏格兰无人认领的养老金额度，每年超过 3 

亿英镑。我一直在议会和社区中提出这一点，并鼓励人们挺身而出，声称他们理

应得到的东西。在整个北格拉斯哥，每年有超过 1000 万英镑无人认领，如果

过去 18 个月向我们展示了什么，那就是人们需要口袋里的钱。如需帮助或提

出要求建议，您可以拨打 Age Scotland 0800 124 4222。 

 

Springburn Maidens 

六月期间，我有幸参加了在旧 Springburn 图书馆举办的格拉斯哥国际艺术展。

它包括一些庆祝女性在我们社会中经常被遗忘的工作的装置，特别是在北格拉斯

哥。我们理所当然地为这座城市的工业遗产感到自豪，但从亚麻厂到蒸汽车的女

性工作通常不会得到同样的关注，所以很高兴通过激发性的工作看到这一点。亮

点之一是从 Springburn 公共大厅抢救出来的“Springburn Maidens”雕像。现

在正在努力为他们找到一个永久的家，我很高兴支持这些再次向公众展示。 

 

Lidl/家庭讨价还价障碍 

我很高兴在虚拟在线中与一些选民会面，听取他们对汽车在 Possilpark 的 Lidl 

和 Home Bargains 后面的私人道路上超速行驶的危险的担忧。有几次险些发生，

邻居们都不敢让他们的孩子在前线玩耍。我联系了 Lidl 和 Home Bargains 并

提出了一个障碍。我与领导该项目的 Lidl 保持定期联系，今年 5 月 20 日安

装了一个大门闸，以便只有 Lidl 和 Home Bargains 车辆可以通过。 

 

 

 



 

Local Elected Members 

民选代表   联系资料 

 

Anne McLaughlin MP  英国国会议員 

Contact the Member at their constituency address: 

Springburn Old Library & Museum 

179 Ayr Street 

G21 4BW 

Phone: 0207 219 6484 

Email: anne.mclaughlin.mp@parliament.uk 

 

 

Bob Doris MSP    苏格兰国会议員 

Contact at their Constituency: 

Maryhill Burgh Halls 

10-24 Gairbraid Avenue 

Glasgow 

G20 8YE 

Phone: 0141 946 7700 

Bob.Doris.msp@parliament.scot 

 

 

Local Councillors  格拉斯哥市议员 

 

Ward: Canal (16) 

 

Councillor Allan Gow - allan.gow@glasgow.gov.uk - 0141 287 4238 

Party: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Councillor Gary Gray - gary.gray@glasgow.gov.uk - 0141 287 7041 

Party: Scottish Labour Party 

 

Bailie Jacqueline McLaren - jacqueline.mclaren@glasgow.gov.uk - 0141 287 

0223 

Party: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Councillor Robert Mooney - robert.mooney@glasgow.gov.uk - 0141 287 

3934 

Party: Scottish Labour Party 

 

 

Ward: Springburn/Robroyston (17)  

 

mailto:anne.mclaughlin.mp@parliament.uk
mailto:Bob.Doris.msp@parliament.scot
mailto:allan.gow@glasgow.gov.uk
mailto:gary.gray@glasgow.gov.uk
mailto:jacqueline.mclaren@glasgow.gov.uk
mailto:robert.mooney@glasgow.gov.uk


Councillor Graham Campbell - graham.campbell@glasgow.gov.uk - 0141 

287 4875  

Party: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Councillor Christina Cannon - christina.cannon@glasgow.gov.uk - 0141 

287 4791 

Party: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Councillor Martin McElroy - martin.mcelroy@glasgow.gov.uk -  0141 287 

3779 

Party: Scottish Labour Party 

 

Councillor Aileen McKenzie - aileen.mckenzie@glasgow.gov.uk - 0141 287 

5615 

Party: Scottish Labour Party 

 

 

 

 

 

Bulk Waste Collections 

大宗垃圾收集 

 

格拉斯哥市议会现在将对所有大件垃圾收集收费。 如果您想丢棄大件物品，您可以在

格拉斯哥市议会网站 – glasgow.gov.uk/bulkywaste 上执行此操作 

 

物品可以在不同的家居废物回收中心免费处理。 要查找您当地的中心或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 glasgow.gov.uk/bulkywaste 

 

 

 

 

Keep in touch! 

保持联系！ 

 

保持联系并及时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 Twitter、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 

Twitter - @ng_homes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住房相关信息、协会新闻 

Twitter - @ngha_community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有关该协会的社区新闻、故事和基

本信息 

Facebook - @nghacommunity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有关该协会的社区新闻、故事和

基本信息 

Instagram - @ng__homes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来自整个协会的新闻 

mailto:graham.campbell@glasgow.gov.uk
mailto:martin.mcelroy@glasgow.gov.uk
mailto:aileen.mckenzie@glasgow.gov.uk


 

您可以随时联系... 

电话 – 您可以在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至下午 4 点 30 分致电 0141 560 6000 

电子邮件——您可以通过我们网站上的表格或我们的一般收件箱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

：info@nghomes.net 

 

 

Public Holiday 

公共假期 

协会将在以下日期关闭： 

 

九月周末 

9 月 24 日星期五 

9 月 27 日星期一 

 

在这些日期，如果您有紧急情况，请致电 0141 560 6000，您将被转接到我们的礼

宾团队。 如需紧急维修，请致电 0800 595 595。 

 

 

 

 

 

ng homes and Credit Union working together to support access to 

local banking 

ng homes 和信用合作社共同支持获得当地银行业务 

 

在 Scottish Government Communities Recovery Fund 的支持下，ng homes 与 

Pollok Credit Union (PCU) 合作，为社区成员提供额外支持。 

 

信用合作社提供广泛的银行裨益，可以满足您的所有银行业务需求。他们还提供对预

算和储蓄账户的访问，并提供极大的激励。 

 

作为我们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ng homes 可以通过验证开户所需的详细信息来支

持您开户，帮助处理相关的文书工作，并在整个过程中为您提供进一步支持。 

 

 

ng homes 社区復兴负责人 Margaret Fraser 说： 

“在过去一年的疫情大流行中，ng homes 的重点是提供急需的紧急支持。我们现在

正在寻求在我们进入恢复阶段时为人们提供支持，其中一部分是与当地合作伙伴合作

提供财务支持和建议。这也与支持我们当地的商户和组织密切相关。 PCU 是一个有



道德的非营利组织，并为其客户提供本地访问。我们很高兴与他们合作，为我们的租

户提供支持。” 

 

 

PCU 经理 Jim Garrity 说： 

“我们很高兴被邀请在这个项目中与 ng homes 合作，因为多年来，他们已成为一个

以同情租户并通过获得负担得起的信贷和金融服务来改善居民生活的组织而闻名。” 

 

如果您正在考虑在信用合作社开设账户并想了解有关此计划的更多信息，请通过 

mfraser@nghomes.net 联系 Margaret Fraser 

 

 

 

 

 

 

 

 


